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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委依法行政
护航“健康扬中”

本报讯 近日，扬中市卫计委邀请
扬中市委党校副校长、法律顾问张广
武为党员干部和医疗机构负责人作了
题为《依法依规履职用权，服务“健康
扬中”建设》的专题讲座。

一位基层医院院长感言，讲座理论
联系实际，以案说法，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让他们对如何依法履职，更好地服
务“健康扬中”建设有了新的认识。

卫计系统还面向社会、面向基层开
展卫计法治宣传活动。从 2016年开
始，他们以“法治惠民村社行”为抓手，
在扬中全市开展卫计法治宣传村（社）
行、无证行医法治宣传、全面二孩政策
解读培训、加强食品安全宣传及广场免
费医疗服务现场诊疗活动。2018年“卫
计法治村社行”项目将实现扬中所有村
（社）居全覆盖。 （朱月利 郭州洪）

本报讯 日前，扬中市城管局
230多名城管队员重温履职誓词，
举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会
暨新式制服换装仪式”。

此次换装标志着扬中城管执法
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又迈出坚实一
步。新式制服的外套和内衬颜色为
藏青色、天空蓝色，搭配金色标志。
标志标识采用了国徽、人字飘带、盾
牌、牡丹花、橄榄枝等元素。制式服
装及标志标识文字统一使用“城市管
理执法”字样，表明着装队伍身份。

“起步走，跑步走，跨立、敬礼”，
在会议中心前广场，一个个城管队
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迈着整齐的
步伐，以标准的队列要领、良好的姿
态通过主席台……扬中市副市长、
政法委副书记、公安局长吴明成为
城管执法队伍下发队列演练指令。

扬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卜兴
荣，代表当地党委、政府向城管执法
人员换新装表示祝贺。卜兴荣说，
换装既是形象，更是责任。他提出
三点希望：一要换出团队精气神。
换上新制服，彰显着执法部门的权
威，履行着人民赋予的重任，关乎着

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全体执
法人员要牢记宗旨，不辱使命，努力
打造政治坚定、作风过硬、业务精
良、群众满意的执法队伍，充分展示
城管执法队伍的良好风貌。二要
换出执法新气象。牢固树立“以人
为本、依法行政、执法为民”的理
念，做到执法理念人性化、执法手段

法制化、执法程序规范化，推动城管
执法工作再上新台阶。特别在“长
江生态旅游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创建等重大工作中，要当好主力军、
打好主动仗。三要换出管理高质
量。广大城管执法人员要持续深化
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不断加强
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努力健全城

市管理长效机制，全力打造更加干
净整洁有序、宜居宜业宜游的“最美
扬中”。

据了解，扬中市城市管理局成
立于 2003年 5月，前身为扬中市城
管办，全局现有干部职工 610 人。
目前扬中城管局履行的“7+1”职
能，主要包括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规划、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
政、公安交通管理等部分行政执法
职能，同时履行省、镇江市、扬中市
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扬中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匡
越石表示，统一换装，是深入推进
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
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依法行政、加
强队伍正规化建设、树立城管执法
队伍良好形象的迫切需要，是顺应
新时期、新形势下城市管理工作的
内在要求。他要求全体执法管理
人员要严格按照着装要求，做到整
洁规范、仪表端庄、举止文明。更要
发扬城管人“甘于奉献，勇创一流”
的进取精神，增强集体荣誉感，树立
工作使命感，积极转变管理思路，创
新工作方法，紧紧围绕扬中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城市管理工作
更加贴近扬中城市发展需要，更加
符合市民群众需求，以更加良好的
精神风貌、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更
加高涨的工作热情、更加优良的服
务态度、更加严明的组织纪律投入
到城市管理工作中。

（陆峰 袁刚 心俊）

新起点 新形象 新征程

扬中城管局举行文明城市创建誓师大会

卫生监督所
护航高考卫生安全

本报讯 为确保扬中 974名考生
高考期间的住宿安全和饮用水卫生，
扬中市卫生监督所全力做好卫生安全
保障工作。

5日上午，该所卫生监督员们来
到了扬中市唯一考点江苏省扬中高级
中学进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工作。他
们对学校医务室的人员资质、传染病
防控工作落实情况、晨午检记录、因病
缺课记录等逐项进行检查，该考点检
查情况良好。针对高考，卫生监督员
提出考前必须对所有考场进行全面清
扫消毒通风，考点在考试期间为考生
提供的饮用水必须符合卫生要求。

卫生监督员还到考点周边的酒店
进行住宿环境检查和饮用水情况检查，
在客房内进行现场饮用水检测，检测结
果良好，浊度和余氯均在正常范围值
内。经检查，这些住宿场所的客房卫生
及饮用水卫生均符合规范。 （王美洁）

扬中开展“禁黏”
工作“回头看”

本报讯 近日，扬中市住建局墙改
办成立专项检查组，对城区的 5个在
建工程开展“禁黏回头看”执法检查，
主要对在建工程的报建、设计、进场检
测、施工等环节中新墙材产品使用情
况进行排查摸底。

检查组检查了新墙材的使用情
况，查看了现场检测报告、产品出厂合
格证和省级推广证书等资料，对正在
施工的砌体工程查看了产品标识。在
工程现场，检查组对黏土制品的危害
进行了强调——黏土制品是以破坏良
田为代价的，并对新型墙材进行了推
广宣传。 （田雨）

本报讯 “监察委员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和有
关规定履行什么职责？监察委
员会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依法作
出什么决定？”“这道题选D，监
督调查处置职责；这道题选 C，
政务处分决定。”这是扬中市纪
委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借助省纪
委“清风”APP 平台开展《监察
法》应知应会知识问答的情景。

自扬中市监委成立，尤其是
《监察法》颁布以来，该市纪委监
委把学习宣传《监察法》及相关
配套知识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学
习培训的重要内容，借助“互联

网+”，着力打造指尖上的学习课
堂，帮助纪检监察干部尽快熟悉
掌握《监察法》知识，及时用于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

“清风”APP是省纪委监委
主办的手机客户端，也是扬中纪
检监察干部开展《监察法》知识
学习的重要媒介。“‘清风’APP
信息量很大，既有政策法规，又
有其他地区经验做法；既有违
纪违法案例警示，又有‘温馨驿
站’；尤其是《监察法》释义和‘每
日一题’应知应会测试，让我对

《监察法》知识熟记于心。”扬中
市监委委员朱静波如是说。

据了解，在《监察法》学习宣
传过程中，扬中市纪委监委不仅
依托“清风”APP、清风扬帆网、
清廉镇江网等上级纪委监委媒
体平台，还充分发挥江洲清风网
站、微信、西伯利亚 QQ 群等本
地学习交流平台的作用，通过发
布推送“速读国家监察法”“监察
法释义系列文章”“当监察法遇
见孙悟空”等图文和视频学习资
料，方便大家第一时间了解掌握

《监察法》知识。
“以前，我们学习法律法规、

查找相关条文还需要翻阅书籍，
现在只要我们‘动动手指’‘上下

滑动’，就能随时随地查到《监察
法》及相关配套制度的规定，非
常方便。”该市纪委监委第二纪
检监察室韩舒指着微信收藏夹
里的执纪执法资料大全说。

为扩大《监察法》学习宣传
效果，扬中市纪委监委号召广大
纪检监察干部要勇当《监察法》
的带头学习者、带头宣传者，主
动在各地各部门新媒体交流学
习平台、微信朋友圈推送分享

《监察法》知识，带动扬中全市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广泛学习，掀
起学习宣传《监察法》的热潮。

（韦庆春 吴延华）

借助“互联网+”

扬中推动《监察法》学习入脑入心

昨天，扬中诗词学会隆重集会，为新入会的 11
名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举行颁证仪式，这是“全国诗
词之乡”扬中第四批国家级会员，目前该市中华诗词
会员已达 25 名，诗人们全年创作格律诗词 1000 余
首，对继承中华古典文化和繁荣地方文化起到了重
要的促进作用。 张康伟 鄂启桂 摄影报道

扬中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已达25名

本报讯 泰州籍青年丁加阳
自 2016年从南京工业大学毕业
后，应聘到大航有能电气有限公
司从事数控冲床编程工作，经过
一年多的实践，目前能熟练操作
一台数控冲床的编程。面对公
司刚刚出台的操作工等级评定
办法，他信心满满地表示，力争
拿到公司最高等级操作证书。

与丁加阳有类似想法的青
年员工还有很多。大航有能电
气开关柜车间现有操作工 150
多人，平均年龄 30岁左右，大多
具备中专以上学历，工龄也都在
5年以上。“青年人思想活跃，上
进心强，公司只有为他们提供不
断上升的空间，才能留得住人
才。”该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何
如告诉记者，“为充分调动生产
一线操作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学

习热情，培养更多的工匠人才，
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公
司从 5 月份起组织开展了生产
一线操作工等级评定活动。”

据何如介绍，评定等级分为五
个等级，评定内容包括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平时表现三个部分，并
分别制定了相应的评定标准。一
线操作工填写申请表，综合管理部
组织考核，评定等级。操作工等级
将和他们的薪资、工时系数、津贴、
福利和年终奖直接挂钩，并作为公
司岗位提拔、先进个人等评定的重
要依据。操作工等级实行动态管
理，每年评定一次，以此促进操作
工的学习热情，不断提高个人的技
能水平，增加个人收入，形成“比、
学、赶、超”的良好竞争氛围，进而
培养更多的工匠型人才，不断提高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于遥）

培养工匠型人才 营造竞争性氛围

大航有能电气施行操作工等级评定

园林处评分制招标
推动绿化养护上新台阶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城区绿化
养护管理，提升绿化品位和整体效果，
近日，扬中市政园林工程处以评分制
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投标，处监察室全
程参与审核把关，最终江苏怡和、云达
园林等四家单位中标，服务期为2年。

据了解，城区园林绿化养护招标
的范围包括绿地养护、绿地中的小品
设施等管理及维护、苗木移植等，养护
总面积约为 90万平方米。本次招标
采用综合评分法，吸引了 18 家有实
力、有业绩的养护单位来参加，通过投
标价格、服务方案、投标人综合实力、
养护质量承诺等方面进行评审，确定
中标单位。 （苏丹）

经开区“三管齐下”
抓好秸秆禁烧工作

本报讯 自秸秆禁烧工作开展以
来，经开区纪检监察室联合该区农机、
环保等部门协同配合、上下联动，“三
管齐下”确保秸秆禁烧工作取得实效。

建立健全禁烧责任制。建立健全
由区分工定村领导干部包定点的村
(社区)、村干部包组、组干部包户的三
级禁烧工作网络责任体系，确保责任
落实到人、田块禁烧包干到人，全方
位、全天候地抓好秸秆禁烧工作。加
强宣传引导力度。通过手机短信、横
幅标语、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大力宣传
秸秆禁烧规定，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增
强环保意识。营造全区禁烧秸秆的浓
厚氛围。加强巡(督)查，严格考核奖
惩。纪检监察组成立督查小组，定期、
不定期不间断督查，确保秸秆禁烧中
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面向社会
公开举报电话，将督查情况作为考核
奖惩的重要依据，对因禁烧工作开展
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严格追究责任。 （陈军）

她是一名基层社区医生，如
今也叫“家庭医生”。她的岗位
很小——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一
干就是 10余年。因为她知道，
社区群众需要她，需要就是一种
责任！

2012年5月，刘小娥被三茅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排到
中桥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陌生
的环境，陌生的人群，让她的工
作举步维艰。第一天，两个病
人，第二天，三个病人，第三天亦
是如此。巨大的落差困扰着她，
她迷茫了。然而逃避不是她的
作风，必须想办法面对。首先必
须让大家熟悉自己，于是在社区

领导的帮助下，她精心准备了几
堂健康教育课，就大家常见的慢
性病做成幻灯片，声情并茂地进
行讲解，课后还发放了公民健康
素养手册、控油壶、健康尺等小
礼品。居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招
呼她的人也多了，小小的卫生站
渐渐热闹起来。

业道酬精，人道酬诚。只要
为老百姓提供真诚、及时、方便
的服务，就能获得百姓的认可，
就能真正走进居民的心中。现
在，刘小娥的卫生站忙起来了，
年门诊次达13000余人，在社区
卫生站中遥遥领先；她把居民健
康档案建起来了；也将慢性病管

起来了；健康教育课也有声有色
地上起来了；老百姓来就诊，不
仅能享受到药品零差价，同时还
能享受农保即时报销 30%的优
惠，老百姓的心亮堂起来了！

每隔两个月,刘小娥都会一
大早赶到徐君文家给他测血糖，
告知注意事项，做好随访记录。
当初接管中桥社区卫生服务站的
时候，她给300多名未随访到的
慢性病患者打了电话，了解情
况。当知道患有糖尿病的徐君文
因车祸双下肢瘫痪时，随即赶到
他家为他测了餐后两小时血糖，
血糖高达16.6mmol/L，立马为他
调整了药量，进行了糖尿病宣

教。徐君文的妻子感动万分，丈
夫个子大，又残疾，去一趟医院不
容易，想不到社区卫生站竟把服
务送到了家门口。临别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小雨，徐君文的妻子
用干净的布把刘小娥淋湿的电瓶
车擦了又擦，目送她很远很远……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
扑鼻香！6年的时光，2000余个
日夜，流淌着汗水，见证着成长：
清晨，刘小娥会早早地开门，习
惯早起的老人们要来测血糖；中
午，刚捧起饭碗，便有居民趁午
睡的时间前来挂水；晚上，常亮
起一盏灯，为了等候输液未完的
人。第一次随访被拒之门外，第
一次喝到居民递过来的热水，第
一次在烈日下发放健康教育
宣传单，第一次在寒风中更换
健康宣传栏，第一次看到大伙信
任的目光，第一次受到居民的表
扬……是百姓的需求让她服务
社区的脚步更加坚定。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一种责任
——记“家庭医生”刘小娥

王毓彬 丁美华

西来桥举办
“幸福绿动”生态骑行

本报讯 近日，扬中市西来桥镇举
办“美丽西来桥 我是行动者”生态环
境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幸福绿动”生态
骑行活动，吸引了 200多名社会各界
人士参加。

当天是第47个世界环境日，主题
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推动
居民知行合一，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事
务，西来桥组织策划了“幸福绿动”生
态骑行，全程约 9公里。活动还向全
镇居民发出倡议——行动起来，共建
美丽西来桥，号召市民增强环境保护
意识，努力营造绿色文明氛围，让绿色
理念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张贞宁 徐心俊）

日前，油坊镇会龙村邀请安监
站、镇园区办在江苏蓝景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举行应急安全演练。此外，
还组织了防泄漏、防火、应急逃生等
实地演练。 王婷媛 摄影报道

电动四轮车
竟挤进8名小学生
民警拦截扣留违法车辆

本报讯 近日，一则名为“外小惊
现一辆电三轮里挤着6名小学生！家
长你知道吗？”的微信消息在扬中市
民的微信朋友圈中流传。扬中市交
警大队民警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
行动，次日在扬中市新扬路建设路路
口拦截了该车。现场民警发现该车
与前一天情况几乎一样——狭窄的
车身内全是小学生。经过民警现场
清点，这辆小小的非标电动四轮车内
竟然载着8个小孩，2个大人。

现场询问得知，这辆车是晚托班
专门在学校放学后用来接学生的，车
内的8名小学生均是在晚托班上课的
学生。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严厉的
批评和教育，并且依法扣留违法车
辆 ，同 时 将 学 生 护 送 至 晚 托 班 。

（卞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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